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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计划要求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下达 2019 年第二批团体标

准立项计划，《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正式立项，立项编号为：

CIRA-STD1910。 

注：编制过程中，根据编制组讨论和专家征求意见，最终将标准名称确定

为：《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 

二、编制情况 

1、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和《医

疗机构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制备管理规定》（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通用电

器和压力、温度和流量计按照 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

的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T10066.1-2019 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的试

验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部分；GBT28474.1-2012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压

力∕差压变送器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 32201-2015 气体流量计等标准。 

   在确定本标准主要质量控制要求时，考虑不同型号的多功能模块，考虑了标

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考虑以下原则： 

   1) 本标准规范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的验收和客户运行中安全

可靠为最终目标； 

   2) 本标准为放射性药物制备的工具，因此除设备安全因素外，更多考虑对最

终产品：放射性药物质量的影响； 

   3)本标准涉及制备放射性药物质量的关键因素，要考虑到放射性药物在制备

过程中的多种因素（运行记录的可溯性、核素数量、冷却剂和润滑剂、参数的修

改与保存等）对药物质量的影响； 

   4）本标准涉及放射性的操作及药物的合成，对设备的放置环境分别作了要求； 

   5）为保证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运行的稳定性，定期验证 



    本标准充分考虑到多种型号的多功能合成模块的不同特点，只对多功能模块

必须的质量控制进行要求，不针对某一种放射性药物的合成工艺及药物的质量作

限制、更不对某一特定厂家产品进行限制。 

2. 编制组成员 

   张锦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 

   杨   志  北京肿瘤医院核医学科 

   邵武国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罗志刚   东诚安迪科医药有限公司 

   朱   华  北京肿瘤医院核医学科 

   胡小平  北京派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张晓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 

3. 工作分工 

   张锦明，标准起草主编单位，负责起草和修改 

   杨   志，标准起草主编单位，负责起草和修改 

   邵武国，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国产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

块的质量与检测内容 

   罗志刚，东诚安迪科医药有限公司，负责进口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

模块的质量与检测内容 

   胡小平，北京派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进口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

成模块的质量与检测内容，负责压力和电器等标准 

   朱  华，北京肿瘤医院核医学科，秘书    

   张晓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秘书 

4. 标准初稿形成 

     初稿依据由中国医疗装备学会核医学装备与技术专业委员会起草的

〈18F-FDG 合成模块质量规范〉为蓝本，起草了〈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

模块〉，草稿共分为 6 个部分，分别为： 

(1)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定义和术语 

(4 系统组成 

(5)质量控制 

(6)运行管理 

5. 工作组讨论稿形成  

    草稿于 2020 年 5 月递交到工作小组，由于疫情影响，无法展开现场讨论，

进行了通讯修改，意见如下： 

(1)建议把评估的内容和参数用术语加以解释，并增加检测方法 

(2)名词解释中“仅用于医疗机构的临床与科学研究”，认为临床和科学不属于同等

并列关系，建议修改为临床与基础研究 

(3)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结构结成，建议修改为“构成” 

(4)对以上程序应按规定间隔一定时间后校验。认为：国家药典规定计算机软件

每年至少验证一次，是否可以将时间间隔明确为 1 年或至少每年 1 次？另外，是

否将“校验”改为国家药典的“验证”？ 

(5)“应有手动、半自动或是全自动模式，程序采取三级管理”改为“可有手动、

半自动或是全自动模式，程序采取分级管理”？因为合成程序不设定“半自动”

和“手动”模式并不影响药物生产，且药物常规生产应在“全自动”条件下完成。 

“最终产品需重新检查”是否可以明确为“自检连续 3 批次”？这样可以避免小

的参数改动，药品需要重新报中检院检验，甚至重新报药监局备案。 

(6)只有管理员才能对以上参数进行调整。认为：是否需要明确“管理员”的条

件？具有什么资质的人员可以成为“管理员” 

(7)待放射性衰变后再排放或收集处理，修改为“参照环保相关要求处理”。 

化学纯度（含有机溶剂残留），认为：由于最终的放射性药物化学含量极低，且

衰变后会变为其他物质，如 FDG 衰变后会成为普通的葡萄糖，可以不设定最终

药物的化学纯度。目前 FDG 也没有设定化学纯度，保留有机溶剂残留即可）；比

活度（是否可以删除“比活度”？因为对于特异性结合为诊疗基础的放射性药物，



特别是部分脑神经显像剂确实需要规定比活度。但对于代谢型药物、血流灌注类

药物没有必要设定比活度指标。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5 月形成了初步的讨论稿。 

5.1 启动工作会议暨初稿讨论会纪要 

    工作组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了《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

块》团体标准起草工作会议暨初稿研讨现场会，参会单位与代表有： 

   张锦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 

   邵武国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罗志刚   东诚安迪科医药有限公司 

   朱   华  北京肿瘤医院核医学科 

   胡小平  北京派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会议内容：介绍参会代表和会议议程，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介绍团体

标准、拟定规范及项目相关要求，主编单位介绍本标准的背景及编制组成员。 

  主编单位介绍本标准初稿 

  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认可主编单位提出的标准草案，对标准修改意见如下： 

（1）标准的英文名称 用 Specification 替代 standardization；将 synthesis module

替换成 synthesizer 

  最 后 为 ： Quality Specification of automatic synthesizer for multiple 

radiopharmaceuticals 

（2）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医疗机构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制备管理规定》

（国食药监安【2006】4 号） 

（3）“放射性核素”、放射性药物”、“放射化学纯度”和的名词解释用百度上的

解释；删除国标上有的“放射性核素”、“比活度”和“C 级环境”；修改了放射

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的解释，并增加了英文 

（4）4.1 自动化合成模块核素种类：为确保最终产品放射性药物的核素纯

度，删除了“同一模块上操作一种核素”，改成“不同核素的放射性药物应在不

同的自动化合成模块中合成，防止混淆”。 



（5）4.1 低压及高压电子元器件的安全要求应符合 GB，由胡小平负责查相

关标准，加到下一版本中。 

（6）将自动化模块质量控制内容改成 4.2.1 质量控制要求 

（7）技术性能评价改成 4.2.2 技术性能评价方法 

（8）自动化合成模块关键参数管理内容  删除了转移液体  

（9）合成过程中参数管理：对气流、加热温度和放射性，改成“放射性强度”

等在合成过程中的监测和记录；程序应该即时记录，增加“记录参数”，不能随

意修改和删除。 

（10）在 5 部分，删除了“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由于操作的对象含有对人

体有害的射线“，以防止误解 

（11）“合成最终产物为药物，用于临床或科研，因此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

块的放置应在 C 级环境操作箱”。改成“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的放置应在

C 级环境操作箱”。 

（12）将“为确保最终产品放射性药物的放射化学纯度，同一模块上合成不同药

物时，使用间隔应保证一定的时间；如果确需连续合成，需有相互隔离的措施，

确保相互不污染”，改成“同一模块上合成不同药物时，使用间隔应保证一定的

时间，以确保辐射安全；如果确需连续合成，需有相互隔离的措施，确保相互不

污染。” 

（13）因不同模块合成药物种类太多，且涉及药物的质量标准，无法统一，将原

来的“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的方法标准及最终产品质量标准”一部全部删

除。 

（14）6 部分“自动化合成模块的质量评估标准”，删除了重复引用的依据“根

据《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 2010 的放射性药品附录，” 

（15）因液体体积偏小（0.5-2mL)，因此将“液体转移的偏差±5%以内”删除 

（16）删除了不可评估的“放射性药物的研制内容，及是否符合工艺路线”；无

需评估的“放射性核素使用数量不超过一种”和“放射性药物的连续合成是否符

合要求”； 



（17）将“产品应有明确的警示标志，附完整的中文操作说明”，修改成“产品

应有明确的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会议讨论初稿（见征求意见稿），并形成修改意见会议，确定分工和进度安排 

  专利披露情况：无 

 

工作组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在北京召开了《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研讨现场会，参会单位与代表有： 

   张锦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 

   罗志刚   东诚安迪科医药有限公司 

   朱   华  北京肿瘤医院核医学科 

   胡小平  北京派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会议内容：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代表介绍参会代表和会议议程，直接

修改标准。 

修改内容如下： 

1、考虑立题标题为：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成模块，去掉质量规范； 

2、范围 将原来的“模块质量检测范围及技术性能评价指标”改成：“系统构成、

质量控制及运行管理等要求”。将适用范围“技术和质量评定规范”改成“生产

和使用”； 

3、规范性引用文件 将国标提到前面； 

4、术语和定义 去掉名词解释 放射性核素 ；简化了多功能放射性药物自动化合

成模块； 

5、将“自动化合成模块质量检测及技术性能评价内容”中的“多功能放射性药

物自动化合成模块构成”单独立为一节，便于质量检测时的对应；同时，将其内

容调整到质量的控制部分； 

6、将质量控制部分分成要求和内容，便于操作 从质量控制内容分成：程序、硬

件、运行参数、运行记录、标识等；从质量控制方法与内容相对应，分别作了具

体要求； 



7、对“合成模块放置与运行应具备基本的环境”改成运行管理 

合成模块的放置与操作射线的安全防护方面；对环境的废气处理方面；和药物

GMP 要求；核素纯度和药物纯度等方面；及润滑剂、冷却剂对药物造成污染等

作了具体要求。 

三、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1. 技术参数与指标的确定依据 

本标准的内容主要由 5，6 二节结成，因此对本标准制定的内容作逐一说明，为

更好对照，将引用的依据与章节内容作对照，见表 

          表  引用依据列表 

章 节 引用 

5 2a 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附录，30 条  

 2b GB 4793.1-2007; GBT28474.1-2012; GB∕T 32201-2015 

 2c 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附录，29 条  

 2d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1），第 8 章 163 条 

 2d 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附录，27 条; 产品质量法第 28 条 

6 1 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附录，12 条 

 2 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附录，24 条 

 3 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附录，18 条;GMP 

  4 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附录，18 条 

 5 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附录，25 条 

 6 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附录，26 条 

 

2、系统构成 

   根据国内外所有多功能模块的组成和其功能，将多功能模块的组成定义在：

系统应由控制软件、实时控制、反馈控制和诊断感应等单元组成，包括气（液）

阀、反应管和传输管线、加热器、容液瓶、真空泵和检测器（压力、温度、紫外、

放射性等）等部件。以便于在质量控制中提出要求和方法。 



 

3、质量控制  

     本章节依据国食药监安〔2006〕4号附（下面简称4号附录）和GB 4793.1-2007; 

GBT28474.1-2012; GB∕T 32201-2015，对自动化多功能模块质量控制的内容和方

法作用了定义  

 3．1 质量控制的要求 

  其要求与质量控制方法对应，共 5 项，分别为： 

a)应对可编程序进行控制，可编程序不可随意改动，并应定期验证； 

b)应对气流、温度、压力等仪表及其控制单元进行验证； 

c)药物合成的关键参数不可随意修改； 

d)药物合成应有完整的记录； 

e)应具有明确标识。 

相对应的方法： 

a) 合成程序可包括手动、半自动或全自动模式，程序应采取三级权限管理，只

有管理员可对程序进行修改，修改后模块的最终产品应连续自检三批次； 

   依据为：4 号附录的第 30 条: “应定期对操作规程和控制工艺流程的计算机

软件进行产品验证，一年至少验证一次”。和药品 GMP 生产规范。 

b)气流计应按照 GB/T 32201-2015、温度控制应按照 GB/T 10066.1-2019、压力表

应按照 GB/T 28474.1-2012、低压及高压电子元器件的安全要求应按照 GB 

4793.1-2007 的规定进行验证； 

    依据国标 

c)加热时间、加热温度、溶液体积、气体流量、压力等设置参数不宜修改； 

依据为：4 号附录的第 29 条: “为保证自动化合成工艺的稳定，对计算机和

相关自动化设备应予以控制，不得擅自改变参数。如确需改变，应当经授权人员

按规定进行。每次修改应予以记录，并按规定进行验证” 和药品 GMP 生产规范。 

 d) 压力、温度、气流和放射性强度等自动记录参数不应修改和删除； 

依据为：药品生产 GMP 规范的，“第一百六十三条  如使用电子数据处理



系统、照相技术或其他可靠方式记录数据资料，应当有所用系统的操作规程；记

录的准确性应当经过核对” 

e)设备应具有明确的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管线应具有明显的标识。 

依据 4 号附录的第 27 条:" 与化学自动合成模块连接的主要固定管道应有明

确外标志，标明管内物料名称、流向。"  

产品质量法第 28 条，由于本设备有较高温度（最高 150 度 C）、高压线路

（1000V）和放射性的操作，可能危及人身，要有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 

4、运行管理 

本章节依据国食药监安〔2006〕4 号附 和药品生产 GMP 规范对自动化多

功能模块质量运行管理作用了定义。 

4.1 合成模块的放置应具备与操作核素的射线种类和操作剂量相对应的防护措施。 

依据 4 号附录的第 12 条 “医疗机构制备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应当有整洁

的制备环境，制备区域的设计应当附合国家关于辐射防护的有关规定，并经当地

环境保护部门认可。” 

6.2 合成模块产生的废气的回收措施可采取低温回收或气囊收集等。 

依据 4号附录的第 24条 “放置自动化合成模块的防护箱其技术指标应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防护箱应有独立的通风系统，废气排放前应有相应的净化措施，排

放标准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进入合成室的放射性物料传输管道和气体管道应有

密封和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 

6.3 合成模块应在 C 级环境操作箱放置。 

依据 4 号附录的 18 条：“ 进入洁净室(区)的空气应当净化。正电子类放射

性药品为无菌药品，制备环境应在不低于 10，000 级条件下，最终产品的局部暴

露环境为 100 级。洁净室(区)内空气的微生物数和尘粒数应定期监测，监测结果

应记录存档。” 

6.4 合成不同批次的药物时，应确保相互不污染。 

依据 4 号附录的 18 条：“进入合成室的放射性物料传输管道和气体管道应有

密封和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 



6.5 不同核素的放射性药物应在不同的自动化合成模块中合成，防止混淆。 

依据 4 号附录的第 25 条“第二十五条 不同核素的放射性药品应在不同的防

护箱内制备。药品质量控制与制备不得在同一工作室内进行。”，因此，不同核

素的放射性药物应在不同的自动化合成模块中，且分别放置在不同防护箱内。 

6.6 应采取有效方法和措施，以防止润滑剂、冷却剂对药物造成污染。 

依据 4 号附录的第 26 条:“医疗机构应当具备与所制备的放射性药品相关

的化学自动合成模块、放射性活度计和放射化学纯度检测仪。化学自动合成模块

应易于清洗、消毒或灭菌，便于制备操作和维修、保养，并能防止差错。设备所

用的润滑剂、冷却剂等不得对药品造成污染。”明确了检测时如有 润滑剂、冷却

剂，需有有效方法和措施。 

四、试验验证的情况和结果 

无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包括国际标准、其他国家先进标准等，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六、标准涉及的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无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标准的关系 

现行法律、法规：本标准依据是《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2017 年国务

院令第 676 号修订）和《医疗机构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制备管理规定》（国食药

监安【2006】4 号）制定。 

相关标准：通用电器和压力、温度和流量计按照 GB 4793.1-2007 测量、

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T10066.1-2019 电

热和电磁处理装置的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部分；GBT28474.1-2012 工业过



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压力∕差压变送器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 

32201-2015 气体流量计等标准。 

 

八、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九、修改或废止有关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无 

十、标准印刷数量建议 

无 

十一、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说明标准名称、主编单位变更等重大事项及原因） 

无 

十二、参考资料清单 

1、张锦明，张晓军等.双管 18F 多功能合成模块的研究，中华核医学

与分子影像杂志，2010年 6期 

2、张帆,于璟.国产氟-18多功能模块及合成正电子放射性药物概述,

 中国医疗器械信息,2016年,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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